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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市 热门股票大波动股票（+／-）股市 海指成分股波动
名称	 成交量	 闭市	 起落

('000)	 (分)		 (分)

Spackman娱乐$ 91158 12.4 +1.3
九天化工 61488 2 +.4
QT Vascular $ 60347 12.3 +.8
云顶新加坡 59747 76.5 +4.5
以斯拉控股 58772 5.3 +.1
来宝集团 44596 37 +.5
策技集团 39695 3.5 +.1
英诺太平洋 39404 0.2 -
中国体育国际 37379 1.8 +.2
杰俐 30555 14.7 +.1
普洛斯 29836 175.5 +4
鲁洲生化科技 28864 4.5 +.4
林克能源 28619 6.3 +.1
MMP资源 25731 0.7 +.2
Rex国际$ 24576 7.9 +.1
中国环保 19878 5.9 +.4
金光农业资源 18745 37.5 +1
和记港口信托* 17825 45 -1.5
雅族企业 17310 16.2 +.8
新电信 16672 372 -1
创值科技 15264 4 +.1
凯德集团 15053 293 +6
家居乐^ 13913 0.8 +.3
新开集团 $ 13654 3.4 +.2
丰益国际 12892 316 -
慧视科技$ 12121 4.5 +.2
Vallianz $ 10666 4.2 +.2
毅之安 10635 52 -
英利国际置业 10238 14.5 +.5
泰国酿酒 10136 69 +1

美国道琼斯工商指数 2/19 16391.99 -21.44
自动报价指数 2/19 4504.43 +16.892
标准普尔指数 2/19 1917.78 -0.05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 2/19 5950.23 -21.72
吉隆坡综合指数 2/22 1674.59 -0.29
东京日经指数 2/22 16111.05 +143.88
澳洲全普通股指数 2/22 5056.558 +48.278
香港恒生指数 2/22 19464.09 +178.59
台湾证交所加权指数 2/22 8326.68 +1.64
上海综合指数 2/22 2927.18 +67.154
深圳综合指数 2/22 1888.18 +37.668
新加坡海指（期货） 2/22 2661.00 -

指数	 	日期	 			闭市		 	起落

1澳元 1.0268 0.9858
1欧元 1.5959 1.5319
1英镑 2.0509 1.969
1新西兰元 0.9521 0.9136
1美元 1.4316 1.3814
100中国人民币 22.1 21
100香港元 18.46 17.73
100日元 1.274 1.2226
100印尼盾 0.0108 0
100菲律宾比索 3.06 0
100泰铢 4.08 3.8
100令吉 33.42 33.39
100新台币 4.223 4.218

汇丰银行报价	 卖出	 买入 名称	 成交量	 闭市	 起落
('000)	 (分)		 (分)

腾飞房地产信托 2718 239 +1
凯德集团 15053 293 +6
凯德商用新加坡信托 6797 212 -1
城市发展 982 716 +2
康福德高 3472 297 +2
星展集团控股 9623 1362 -6
云顶新加坡 59747 76.5 +4.5
普洛斯 29836 175.5 +4
金光农业资源 18745 37.5 +1
香港置地* 2725 591 +10
和记港口信托* 17825 45 -1.5
怡和合发 527 3928 -6
吉宝企业 4797 521 -13
来宝集团 44596 37 +0.5
华侨银行 9052 795 -3
新翔集团 3202 395 +10
胜科工业 4871 270 --
胜科海事 4453 164 -6
新航工程 419 346 --
新航 1803 1164 +16
新交所 967 723 -7
报业控股 4216 381 +5
新科工程 1268 280 --
新电信 16672 372 -1
星和 3827 341 -5
泰国酿酒 10136 69 +1
大华银行 2866 1714 -10
华业集团 845 581 +2
丰益国际 12892 316 --
扬子江船业 8311 96 --

名称	 闭市(分)	起落(分)

精砺 1978 +1965.3
怡和策略* 2978 +88
怡和控股* 5715 +55
创业公司 812 +30
新航 1164 +16
Petra食品 239 +16
置富产业信托# 792 +11
新翔集团 395 +10
香港置地* 591 +10
勇利航业 94 +10
香格里拉亚# 740 +10
星展集团优先股 10500 +10
IS摩根新指 946 +10
则士国际 67 +9
莱佛士医疗 425 +8

黄金基金10* 11561 -129
吉宝企业 521 -13
大华银行 1714 -10
IS亚洲基金* 1038 -10
联合工业 287 -9
新明华 40.5 -8.5
华侨银行优先股 10500 -8
绿色建筑科技 40 -7.5
新加坡交易所 723 -7
星展集团控股 1362 -6
胜科海事 164 -6
怡和合发 3928 -6
星和 341 -5
伊势丹 374 -5
陈唱国际3K # 241 -4

本栏意见 只供参考按图索骥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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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股票自2009年3月4日下跌至1.76美元，并于每月一杆图以“主要
转向”信号止跌回升，随即进入一个持续上升走势。2010年4月29日股价上
升突破2007年12月所创下5.25美元的历来高价，直试5.30美元；接着继续升
势。经过起落跌宕的五年，股价终于在2015年6月3日上升至8.80美元，遂于
每日，每周及每月一杆图皆以“主要转向”信号，结束股价源自2009年3月
上升以来的势头，旋进入调整。同年9月7日股价下跌至6.40美元，随即于每
日及每周一杆图以“转向”信号完成了图中“头肩形”的头，过后回升至10
月27日的7.86美元，且于每周一杆图以“主要转向”信号为右肩画下句号。
截至今年2月12日股价已下跌至5.55美元。估计股价短期内可能出现回扯，
并将填补介于5.82美元至5.86美元、介于6.15美元至6.17美元、介于6.20美元
至6.23美元，以及介于6.85美元至6.88美元的缺口，过后重返跌势。若以图
中“头肩形”的高，计自6.37美元的颈线，可测得基本目标为3.96美元。

香港置地
Hongkong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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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宝镇　报道
hanpt@sph.com.sg

　　尽管在拍卖市场被抵押逼售
（mortgagee sale）的房地产增加，
上个月举行的一项房地产拍卖会却
大吹冷风，没有完成任何交易。
　　去年，有不少买家纷纷到拍
卖市场寻找低于市价或估价的房
地产，当中也有不少房地产成功
定锤。今年，人们普遍不看好经济
前景，难道买家也开始采取谨慎态
度，不敢进场？
　　多数受访分析师认为，年底和
1月份一般较少买家到房地产拍卖
市场竞标，因此上述拍卖会反应不
佳，并不令人意外，这完全是周期
性因素使然。一般来说，从3月份
开始，拍卖会就会开始热起来。
　　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是股市
剧烈波动引发的谨慎情绪所造成
的。近来全球股市震荡，若接下来
不见好转，有分析师相信，有些买

家也可能因此采取谨慎态度，不敢
贸然进场。
　　仲量联行（JLL）上个月底举
行的拍卖会推出八个房地产，当中
四个是公寓单位。然而，拍卖会最
终没有完成任何交易。
　　仲量联行（JLL）拍卖部主管
莫思思将买家的冷淡反应归咎于股
市，她说：“近来全球股市的震
荡，引发买家谨慎情绪，使得他们
采取观望态度。”

“折扣”不多也是导因之一
　 　 高 力 国 际 （ C o l l i e r s 
International）副董事经理黄黎明认
为经济和市场因素，是买家持谨慎
态度的原因之一。她说：“全球包
括中美经济和本地经济、股市和房
地产市场，以及利率高涨等因素，
引起投资者关注。”
　　不过，戴德梁行（DTZ）研究
部东南亚区域主管李乃佳则认为，
股市震荡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市场

淡静跟周期性因素和价格达不到买
家要求等因素有关。
　　他说：“12月份和1月份（拍
卖市场）通常都比较淡静，虽然很
多人在看，但都不想出手。”
　　黄黎明也同意这个看法。她
说：“拍卖市场一般在年底、圣诞
节和农历新年都比较淡静，一般到
了3月就会恢复。”
　　他也认为，另一个买家不愿意
出手的原因，可能是认为拍卖项目
的价格“折扣”还不够多，“很多
人都希望能够在拍卖市场买到低于

市价或估价20％至30％的房地产，
可是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他指出，一些受欢迎的项目尤
其不会出现太大的“折扣”，一般
只比市价或估价低5％至6％。
　　黄黎明也表示，买家都在等待
时机，一般都会等到拍卖会结束
后，再洽谈更低的价格。
　　莫思思透露，虽然上个月的拍
卖会上没有完成交易，但过后却吸
引许多潜在买家提出询问，当中有
的房地产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在私下
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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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师指出，12月份和1月份的拍卖市场通常都比较淡静，虽然“很
多人在看，但都不想出手”。（档案照片）

　　去年6月登陆本地的中国人寿
保险，昨天在本地推出一个五年期
的人民币储蓄保险产品。
　　这个名为“SaveReward”的储
蓄保险，到期时的保证收益率为每
年3.55％，保费交付期为期三年，
最低保费为每年一万元人民币（约
2150新元）。
　　投保人在保期内若身故，保单
将一次过赔付年保费的400％（扣
除未缴保费）。
　　中国人寿新加坡总经理程宝珊
表示，加入今年将正式纳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
币篮子的人民币，这个产品将让本
地消费者的投资组合更多元化。

　　她说：“这个储蓄保险产品到
期时，顾客可获得有价值的保证回
报。顾客不仅能以人民币获取保证
的收益，产品到期时人民币若增
值，他们也有机会享有更高的潜在
回报。”
　　中国人寿是中国政府推出《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
的若干意见》（“新国十条”）以
来，第一家在中国境外设立分支机
构的中资保险企业。
　　中国政府于前年8月发布该政
策，明确提出中国保险服务业至
2020年的框架和目标，其中包括鼓
励中资保险公司尝试多形式、多渠
道进军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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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劲禾　报道
jinhet@sph.com.sg

　 　 莱 佛 士 医 疗 集 团 （ R a f f l e s 
Medical Group）全年净利同比增加
2.4％至6929万元，主要由医药保
健服务与医院服务推动。
　　集团营收增9.6％至4亿1054万
元，税前盈利微涨0.4％至8161万
元。
　　集团每股盈利为12.03分，每
股净资产值为104.88分。
　　莱佛士医疗集团昨日也宣布把
每一股分拆成三股，好让投资者更
容易购买公司股票。若拟议的股票
分拆获准，按照昨日4.25元的闭市
价计算，其股价将降至1.4167元。
　　集团表示，随着可买卖的股票
增加，公司的股东也可能增加。截
至昨日，公司有大约7780名股东。
　　就去年的业务表现而言，集团
说，虽然医药保健服务与医院服务
的营收有所增加，但员工成本、资
产折旧与租赁开销上扬，抵消了部
分营收。
　　租赁开销增加是因为专科与全
科诊所网络扩大，而员工成本增加
则是因为医药保健人员的劳工市场
紧缩，加上去年集团收购国际SOS
的10家诊所，推高了员工成本。
　　此外，集团去年一些专科诊所

进行装修，而且莱佛士医院也扩充
营业。位于乌节路的莱佛士医疗中
心也新开张，集团因此添购了医疗
设备。

业务增长速度料放慢
　　新加坡的经济前景不明朗，莱
佛士医疗集团主席吕俊暘医生在昨
日的业绩发布会上说，集团在本地
的业务仍会继续增长，但速度预期
会放慢。
　　集团的一项大型项目莱佛士荷
兰村（Raffles Holland V）也将如期
于今年第一季完成，其中的9000平
方英尺将用于扩展集团的医药与专
科服务，剩余的商业空间则会租给
星展银行，以及提供时尚、饮食与
零售服务的租户。
　　吕俊暘说：“去年，我们开设
邵氏中心的医疗中心。今年，我们
将开设荷兰村的医疗中心。这些都
是大型分行，有全科医生、专科医
生、中医、牙医等等。”
　　集团上个月也在位于榜鹅的水
滨坊（Waterway Point）开设一家多
种专科的医疗中心。
　　此外，集团旗下的莱佛士医疗
香港上个月也受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委任，接手后者总部内的
诊所，为国泰航空的员工及家属看
病。

陈爱薇　报道
tangaw@sph.com.sg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连续第
四天站稳2650点，但巴西造船厂
Sete Brasil一周内可能破产，引发
投资者对吉宝企业和胜科海事的
另一轮抛售。
　　亚洲股市昨日没有受到新的
负面因素冲击，继续延续上周升
势，但涨幅都在1％之内，只有中
国上证和深证上扬超过2％。
　　有市场人士认为，英国可能
脱离欧元区，令投资者对英镑的
兴趣减低，转投股市怀抱。
　　海指收报2660.65点，全天起
3.78点或0.14％。全场交投气氛回
暖，交易量超过14亿股，交易额
超过10亿元；共有264只股上扬，

160只股下跌，762只股无起落。
　　根据华侨投资研究的分析，
海指基本上已稳站2650点，即使
下挫到2600点，还是有望冲上
2700点。然而，2700点会是一个
比较难突破的关口。

2 0 大 成 份 股 中 ，胜 科 海 事
（Sembcorp Marine）共挫3.5％或
六分至1.64元。吉宝企业（Keppel 
Corp）则跌2.4％或13分至5.21元。
　　Sete Brasil原本在1月21日开会
决定是否申请破产保护，后来无
限期延后。当时本地油气股一度
重挫。如今再提破产一事，根据
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造船厂Sete 

Brasil无法在一个星期内获得唯一
客户巴西国油的长期合同，就会
准备申请破产保护。
　　马来亚银行金英证券认为，
一旦Sete Brasil宣告破产，吉宝企
业及胜科海事和对方签署的49亿
美元及56亿美元合同，取消风险
进一步提高。
　　目前两个集团已确认15亿至
20亿美元营收，未确认的10亿至
11亿美元相当于合同的四五成。
在2015财年，吉宝和胜科海事已
分别拔出2亿3000万元和3亿2900
万元的准备金，但这个数目不到
合同的5％。

　 　 因 此 ， 马 来 亚 银 行 金 英 证
券 对 两 只 股 继 续 维 持 “ 卖 出 ”
评价，给予吉宝的目标价为4.24
元，胜科海事为1元。
　　不过，其他海事股却捎来好
消息。Vard控股起2.3％或0.3分至
13.5分。它争取到价值3亿2500万
元挪威克郎（约5300万新元）新
合同，负责为挪威最大拖网渔船
公司HAVFISK ASA设计和打造一
艘船尾拖网渔船，预计在2018年
第一季交货
　　遨拓海事（Otto Marine）争取
到印度尼西亚两名顾客的三项合
同，建造一艘油船和两艘渡轮，
总值达2300万美元。这些合同预
计会对集团2016和2017财年业绩
起正面影响。集团最后交易价为
0.205元。

股市震荡经济放缓

1月房地产拍卖会吹冷风
多数受访分析师认为，年底和1月份一般较少买家到
房地产拍卖市场竞标，因此上述拍卖会反应不佳，
并不令人意外，这完全是周期性因素使然。一般来
说，从3月份开始，拍卖会就会开始热起来。

涂健强　报道
thorkk@sph.com.sg

　　裕廊集团（JTC）公开征求可
持续性大楼管理的革新创意，被采
纳的提案将可获得高达50万元的发
展与测试成本津贴。
　　集团希望可以收到一些可借助
最新感应技术、无人机、机械人、
自动化技术和智能建筑管理等相关
科技的解决方案，帮助解决目前各
工业建筑所面对的管理和发展问
题，尤其是在人力短缺下所出现的
清洁、维修、保安和监控方面的不
足。
　　裕廊集团首次通过群众外包
（Crowdsourcing）平台如新加坡
知识产权公司（简称IPI）向各企
业、起步公司以及研究机构征求献
议，以获取最好的解决方案。被录
取的提案将可在集团旗下的建筑进
行测试和试用，裕廊集团将为每个
提案承担高达50万元的研发与测试
成本，成功研发的解决方案将被集
团采用在旗下的各种发展项目里。
　 　 裕 廊 集 团 是 在 2 0 1 4 年 设

立 I 3合 作 计 划 （ I 3 P a r t n e r s h i p 
Programme），让本地企业与起步
公司在集团旗下的建筑设施进行新

科技测试与发展工作，并协助承担
研发成本以推动绿色、智能与可持
续性新科技。这次是集团第二次对

外征求可持续性的建筑管理方案，
截止日期为3月31日下午4时，各公
司可到集团网站获取更多详情。

海指站稳2650点 医药保健与医院服务推动
莱佛士医疗全年净利增2.4％

中国人寿推出 
五年期人民币储蓄保险

裕廊集团公开征求可持续性建筑管理的解决方案，希望借此解决各大楼在人力资源不足下面对的清洁、维修、
保安和监控问题，帮助提高大楼管理和发展的生产力与效率。图为集团旗下洁净科技园里的洁净科技启发中心
（JTC CleanTech One @ CleanTech Park）。（裕廊集团提供）

裕廊集团征求可持续大楼管理方案

　　（巴黎法新电）国际能源署
（IEA）预测，国际油价在2017年
前将保持目前的低价位，油价不太
可能攀升。即使油价回升后，价格
涨幅也会缓慢，因为有大量的油库
存流入市场。
　　国际能源署周一发表中长期报
告，分析未来五年的原油市场。报
告说：“我们认为按照目前的市场
情况来看，油价不可能马上迅速回
弹，除非是发生了重大的地缘政治
事件。”

“唯有到了2017年，原油的供
应和需求才有可能平衡。”
　　报告说，即使市场平衡后，之
前囤积的大批原油也会遏止油价反
弹。
　　国际能源署说，预测原油走势
“是非常复杂的任务”，目前许多
专家都在试图了解油价从2014年7
月的每桶超过100美元大跌至目前
30美元的含义。
　　一年前，分析师预测原油供应
过剩情况去年底将结束，报告说，

事实证明这样的预测并不准确。
　　国际能源署的看法是，随着低
油价造成投资下跌，随之产量也会
下跌，整体供应将受控制。
　　去年，探油的花费和器材费用
下跌24％，今年预计会再减17％。
国际能源署说，这将是自1986年以
来上游投资额连续两年下跌。

全球平均需求 
未来五年为每天120万桶
　　与此同时，原油需求将继续提
高，但随着金融市场波动和经济增
长放缓，相关步伐也会放慢。
　　接下来五年，全球平均常年需
求增长为每天120万桶，比2015年
的160万桶少。去年的原油需求提
高是因为受到油价下跌刺激。
　　国际能源署提醒，尽管目前的
原油供需情况能防止油价大幅上
升，但对产油设施的投资锐减，可
能会造成日后出现生产瓶颈，导致
油价大涨。

国际能源署：
油价将保持低位至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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